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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管所要求自费 100 元参加心理检测，检测结果“不过
关”还能补测。22 日，临朐县客车司机张华 （化名） 向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表示自己的不解——车管所推行心理检测是否
有政策依据，收费是否合理？结果“不过关”还能继续做，这
样的检测有多大作用？

一共回答一共回答200200道题道题
““不过关不过关””再做第二遍再做第二遍

2月19日下午，临朐长运公司的客车司机张华与其他几名驾
驶员一同按照公司通知要求，到临朐县妇幼保健院做心理检测。

张华介绍，他和同伴先是办理就诊卡并充值了100元，然后到
医院二楼的心理门诊，按照医护人员的提示用手机扫码登录一个
软件，注册个人信息后开始答题。

“一共回答了 200 道题，用了十几分钟吧。”张华说，提交答
卷后，医护人员告知他答题太快，很可能会“不过关”。在查询后
台后，发现他的心理检测结果果然存在问题，张华需要重新检测
一遍。

对于医护人员提出的这个要求，张华非常不理解：心理检测
就是以真实为主，如果第一遍“不过关”需要答第二遍的话，那检
测结果就失去了客观、准确的意义。而在张华的印象中，当天需要
进行第二遍检测的不只他一人。

2月22日上午，在临朐县妇幼保健院二楼的心理门诊，记者
看到多名客车司机正在做心理检测。“我做一遍就通过了，之前确
实听其他同事说，有部分人需要做第二遍。”这位司机说，做第二
遍检测是免费的，不用再交钱。

心理检测为何需要进行第二遍？临朐县妇幼保健院心理门诊
主任聂文峰答复，张华之所以“不过关”，并不是因为“检测结果”
有问题，而是因为“回答客观性”有问题。

聂文峰向记者展示了部分心理检测报告单，在报告单的结尾
分为“检测结果”和“回答客观性”两部分。“检测结果”显示的是
心理状态是否有异常，而“回答客观性”会分析答题人在检测
时是否有“瞒报”，是否客观、真实，抑或刻意夸大“装好”

“装坏”。
“有的司机检测时没有按照本心作答，测试系统就能够监测

出来。”聂文峰说，为了保证所有司机心理检测成果真实、准

确，会建议客观性有问题的司机按照本心再测一次。
企业称不按期检测企业称不按期检测

将禁止发车将禁止发车
对于为何要做心理检测，源于张华所在单位临朐长运公司

群里发出的两份通知。
据了解，第一次通知是在春节前的2月9日发出的，其中提

到“为确保每一个两客一危及公交司机安全驾驶车辆，临朐县
公安局交警大队车管所组织全县280名两客一危及公交车司机进
行心理健康查体。地址是妇幼保健院二楼东区心理门诊，查体
费100元自理。”

张华说，当时部分司机对这个通知和要求十分不理解，都
持“观望态度”，加上临近春节了，所以很少有人去做这项检
测。直到春节后公司再次下通知并提到“未按期完成将禁止发
班”，因此，司机师傅们才去做了检测。

据悉，临朐全县“两客一危及公交车”司机大概有280名，
校车司机大概有250名左右，都需要进行心理健康状况摸排。目
前参加心理健康测评的汽运公司、鸿运公司以及校车驾驶人都
已全部完成，长运公司驾驶人已测评90%以上。

车管所称有文件依据车管所称有文件依据
大多都是企业承担费用大多都是企业承担费用

检测虽然做了，但是不少司机和张华一样对此事存在疑
问：车管所做这样一项要求，有何依据？是否有相关文件支持？

对此疑问，临朐县交警大队车管所所长张洪利出示了一份
由潍坊市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委员会于2021年1月29日下发
的《关于印发<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大排查大整治行动任务细化工
作方案>的通知》，表示就是据此文件安排了“两客一危及公交
车”司机进行心理检测的相关工作。

“近期安全生产形势非常严峻，所以车管所加强重点车辆源
头隐患治理。”张洪利说，年前他们约谈“两客一危及公交车”
运营企业，重点对驾驶人情绪状态、心理健康状况进行摸排登
记，并建议运输企业组织相关司机做心理健康状态检测要到有
相关资质的医院。

记者注意到，在车管所提供的文件中，“隐患自查”一项提
到：客货运、危险化学品运输企业是否对上路行驶车辆安全性
能、驾驶人员情绪状态进行例行检查，并严格登记。但这项要
求中，落实责任单位是交通运输局，而非交警部门。

“交警部门是交安委的成员单位。”张洪利说，在当前安
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形势下，交警作为驾驶人主管部门主动
作为，有责任有义务督促运输企业做好驾驶员的心理健康状
态摸排工作。

而对于费用的问题，张洪利解释为本次心理检测，绝大多
数都是运输企业来承担这部分费用，其中长运公司部分车辆是
挂靠关系，司机自己承担这笔费用，可能就是这些司机对此事
有异议，后期将督促长运公司对这部分司机做好沟通。“企业是
落实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运输企业支持给员工做心理安全检
测，消除安全隐患。”张洪利说。 本报综合消息

上课还是卖课 猿辅导套路太深
本想体验一下在线教育课程，迎面扑来的却是紧追不舍的课程推销，“真是让人

头大”！西安一所小学一年级家长赵女士给孩子报“猿辅导”网课时经历了“连环
call”“信息轰炸”式的网课推销，感受到了满满的营销套路。

而已给孩子报了“猿辅导”网课的家长王女士则称，“猿辅导”销售采用家长群限
时购课晒截图的方式制造焦虑，刺激更多家长购课，不知不觉中自己便频频“入坑”。

低价课程引诱低价课程引诱 广告无孔不入广告无孔不入

去年12月，赵女士决定给孩子
报个“猿辅导”体验班试试效果，
她说，“猿辅导”的广告铺天盖
地，到处都有，广告内容并没有过
多介绍课程内容，而是主要展示网
课配套的教材大礼包。大礼包包装
精美，除了有教材还赠送铅笔、贴
纸、计算本等小礼品。

“只花了4元，就可以买一次体
验课，还免费赠送配套教材。”一
直被精准推送广告的赵女士抱着试
一试的心态，给孩子报名了2021年
数语双科寒假特训班。

卖课贯穿始终卖课贯穿始终 电话消息轰炸电话消息轰炸

报名后不久，赵女士便接到了
猿辅导班主任老师的电话，对方先
询问了孩子的基本情况，之后便提
出要和孩子电话交流，“我当时觉
得老师还挺上心的，很少遇到这种
要求和孩子交流的情况。”

2月1日晚，赵女士的女儿上完
第一节课后，班主任老师便通过微
信向她推荐春季系统班的抢购活
动，直到当晚23时，对方还在给赵
女士发送课程的广告信息。此后，
赵女士便收到了持续的广告信息骚
扰，并且接到频繁的推销电话。

“总体感觉，在老师与家长的沟通
过程中，更多的是推销课程，相比
之下，交流孩子的学习效果反而比
较少。”

话术洗脑话术洗脑 用孩子给家长施压用孩子给家长施压

“他们的营销方式让人感觉十
分不适，现在回想起来感觉是有着
一套固定的推销套路。”赵女士回
忆说，“猿辅导”班主任老师的营
销套路可总结为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以低价课程和精美赠
品引诱家长购买，建立联系后询问
孩子基本情况。

第二步，在报告孩子课堂表现
时借机推销课程广告，开启信息、
电话轮番轰炸。

第三步，通过教育、家庭、夫
妻关系等话题开启话术洗脑，利用
孩子、家长心理施压。“最让我感
到不适的是，网课的授课老师竟然
在上课间隙推销课程，向孩子暗示
课程名额紧张。我女儿会问我‘妈
妈，你买课了吗？’”

此外，赵女士表示，对方施压
的方式也让人难以接受。“猿辅

导”的班主任老师曾发送语音消息
称课程的价钱也就是孩子爸爸一天
的烟钱，“这不就是内涵家长不舍
得给孩子投入吗？”赵女士气愤地
说，“线上这种新的授课方式确实
能激起孩子的学习兴趣，可营销方
式太令人反感了。”

家长群限时购课晒截图家长群限时购课晒截图
刺激更多家长购课刺激更多家长购课

西安曲江一位小学三年级家长
王女士称，自己也被“猿辅导”套
路过，而且还是心甘情愿地“入
坑”。2020 年上半年的一天，当时
上二年级的女儿回来说，班里某某
同学报了“猿辅导”网课，才 9.9
元，自己也要报。于是王女士立刻
就报了9.9元的试听课。

“感觉试听物超所值，除了试
听 课 ， 还 有 礼 品 ， 有 文 具 有 教
材”，王女士说，试听也觉得挺
好，很是心动。随后，“猿辅导”
的营销人员就把自己拉到一个群
里，并在群里开展限时特价活动，
说家长如果同意购课，就把截图发
到群里，以此来刺激其他家长购
课，家长纷纷在群里晒截图。

就这样，王女士给孩子报了暑
假数学班，每次上课 2 个多小时，
每节课至少40分钟，跟“猿辅导”
的班主任建立了频繁的互动与联
系。班主任会提醒孩子及时上课，
告知王女士孩子上课的情况等。在
此过程中，“猿辅导”老师不间断
地向王女士销售其他课程。

暑假班结束后，对方又营销起
了寒假班，其套路与暑假班几乎
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寒假班课
程，孩子还可以赢取“金币”。这
个“金币”可用来抵扣学费，还
可以换取“猿辅导”网上商城的
玩具、手办等。就这样，王女士
又给孩子报了寒假班和春季班，
并获得了一次抽奖奖励，竟然又
抽到了一次免费试听课机会。王
女士此次试听的是英语，结果又入
了英语课的坑。

她说，从最开始的一门数学网
课到如今接二连三的报课，自己不
知不觉心甘情愿地就掉进了“猿辅
导”的坑，开学了，正考虑给孩子
再报语文课程。

>>业内人士：
在线教育把教育当成商品在做
刻意制造家长焦虑
在西安教育界资深人士H老师

看来，线上教育最大的问题是把教
育当成商品来做。

“现在线上教育存在过度营
销，一些大的线上教育机构专门有
业务员，他们靠售课提成赚钱。套
路是先低价引流，一般是 9.9 元、
19.9 元，然后建群，还有的送东
西，让学生试听一两次。老师边讲
课边做广告，比如原价4980元，现
价2980元，限时购买，给家长制造
焦虑。业务员不停地联系家长，说
还剩几个名额了如何如何。”

H老师说，对方的业务员会一
直跟踪家长，从每天沟通到一个
月，甚至会追踪一学期，“直到家
长报班为止。”

对于线上课程的质量，H老师
表示线上教育的老师水平参差不
齐。一类老师是明星或网红老师，
靠这类老师将低价课引流转化成正
价课；另一类是一般老师，即使是
低价，但同时如果有很多人上课，
也很赚钱。“按照国家要求，购课
要自愿，但是，几乎所有的在线教
育都在给家长制造焦虑。有的大型
在线教育机构还超前、超纲内容，
希望有关部门加大监管的力度。”

>>相关部门:
在线教育机构不得过度营销、

虚假宣传
2019年7月12日，教育部等六

部门发布 《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
规范校外线上培训的实施意见》：
校外线上培训机构要实事求是地
制订招生简章、制作招生广告，不
得过度营销、虚假宣传、夸大培训
效果。

2019年10月，陕西省教育厅出
台《校外线上培训机构备案管理
实施细则》 ：线上培训课程每节课
时长不得超过 40 分钟，培训内容
不得与信息终端捆绑售卖。对在线
教育实施黑白名单制度，对已提交
备案材料并经审核符合相关规定
的校外线上培训机构列入白名单，
对存在违规行为的列入灰名单并
限期整改，对拒不整改或逾期未完
成整改的列入黑名单。

据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未收到“猿辅导”的备案材料，因
此其不在我省公布的“白名单”
上。华商报记者日前登陆“全国校
外线上培训管理服务平台”，搜索

“猿辅导”，在已审查的培训机构白
名单中，并没有找到“猿辅导”。

本报综合消息


